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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二代的美学语法
毛尖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

一、问题鲜肉，霸道总攻
最近小鲜肉招致各种炮轰，陈道明接受电视采访，就说：“现在动
不动，什么手破了，什么哪儿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
皮袄，这些都成了敬业，变成演员的功劳，那人家清洁工早上四点起来，
怎么就不说人家敬业呢！”大家都是工作，小鲜肉的一个创口贴，纸媒
网媒各种角度播报，天南地北粉丝各种呵护，道叔不生气才怪。
而实际情况不止这些，编剧宋方金揭批说，小鲜肉拿着天价片酬却
常常在不熟剧本的情况下直接进片场，台词不背嚼口香糖装口型，更大
牌的鲜肉就直接拍点表情包，比如钟汉良和 Angelababy 主演的《孤芳不
自赏》（2017），大量场景演员只在棚内表演，后期 PS 进房顶进树林
进山水。鲜肉抠图进驻电视剧，拍点“生气”、“高兴”、“哀伤”、
“狂喜”系列款了事，已经是业内常态，搞得大批中老年演员吐血跟空
气跟替身演对手戏，演员张光北就说，自己和鲜肉的对手戏，一直到剧
组杀青，他都没见过这位演员，从头到尾他一直和替身过招。
鲜肉忙成这样，连成龙都放狠话：看你几时完！
鲜肉暂时不会完。我的观察是，鲜肉霸屏，远不是演艺界问题。说
到底，演员的操守，不是在小鲜肉手上开始败坏的，今天愤怒声讨小鲜
肉的很多人民艺术家，也不全是德艺双馨。更应该问的是，在对明星铺
天盖地的声讨中，为什么火力集中在小鲜肉，也就是年轻男演员身上？
为什么这十来年，小鲜肉的市场这么红火这么招摇？或者说，把鲜肉召
唤入场又把他们捧上天的难道只是粉丝行为？
来看去年的纯鲜肉剧（如非特别标注，本文论及的耽美剧首播时间
都为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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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可是谁都看得出来，凭藉男男设置才让
此剧成为话题，从上网风靡到不足月夭折，都
因鲜肉风光，剧集也多次特写两人脸蛋两人肉
身两人的短兵相接。白洛因晕倒，顾海幸福地
把他背到校医那里，然后驱赶掉也想呵护白洛
因的男生，等洛因醒来发生一场对话——
洛因：你能不能别搭理我了？
《上瘾》剧照：顾海与白洛因
2016 年以网剧《上瘾》开场，但此剧不

海霸道拒绝：我做不到。
洛因：你是不是有病啊？

久即被下架，因为被标签为“校园生活”的

海：我就是有病。

这部《上瘾》其实是一部耽美题材。此剧剧

洛因：有病就吃药。

情简单粗暴，不同阶级的两个单亲家庭男生，

海：你就是我的药。

从互相抵触到尽情接触，一路颜值开道。相
比同类网络剧的重雷重污，《上瘾》相对而

“你就是我的药”，这句台词，从上世

言算纯情，男主一个叫白洛因，一个叫顾海，

纪 40 年代《倾城之恋》里的霸道始祖范柳原

两人都是唇红齿白地道鲜肉，无数观众由此

口里说出来后，被很多影视剧征用过，但腐女

把自己的网络签名改成：“如果我是白洛因，

界认为，顾海说得最气派最霸道，而无论是顾

你会是顾海吗？”

海的气派还是他的霸道，都是因为他不光有钱，

《上瘾》出场便吸粉无数，被禁播后引

还跟这些年胡歌扮演的苦主一样，是有势。至

发网络一片哀嚎，面子上这些人气多跟原著

于这种有势，绝对不是顾海的单人气场，打开

编剧柴鸡蛋有关。柴鸡蛋是国内耽美界大腕

新世纪以来的耽美剧，我们发现，霸道总裁们

自带千万粉丝，她的《逆袭》《势不可挡》

用着一模一样的动作和姿势——画面对角线切

也都改编成了网剧。在她的故事中，白洛因

割，强力攻 45 度角贴着小受兽——以准色情

和顾海这对 CP 是典型人设，而柴鸡蛋所要呈

方式向越挣脱越甜蜜的恋人呼喊：你是我的！

现的人物关系，用此剧广告，就是：“有一

你是我的！你的梦也是我的！

种人，就像毒品。沾了一口，此生难戒”，

如果校验一下文化时刻表，会发现，问

对应剧名，也即两男主名字的合体，“海 -

题鲜肉的出场，恰巧暗合了总裁二代的登场，

洛因”。顾海扮演“霸道总裁”角色，天子

这十五年，年轻总裁越来越显得性向模糊，

脚下首长儿子，但只对白洛因一个人好，锲

影视剧也很起劲地为霸道总裁们标配一个个

而不舍百折不挠地好；白洛因是沦落风尘的

美人（男）搭档。2001 年，《流星花园》里

白雪公举，渐渐被顾海浇灌出了心头花，终

的道明寺，是霸道总裁的初级版，当时道明

于“洛因”被“海”攻下直至被“海”冠了名。 寺身边已经有基友花泽类等三人，不过道明
从故事线看，《上瘾》就是一个玛丽苏

寺基本直男一心一意追杉菜，而民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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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的观众已经开始热烈期待道明寺放弃

普通写法为：他喝着冰凉的啤酒，却不

杉菜，尤其少女论坛都呼天抢地：让道明寺

小心从大开的嘴里流了些酒出来，他连忙伸

和花泽类在一起。

出舌头舔了舔。

今天，影视剧还在复制《流星花园》款

耽美写法是：他喝着冰凉的橙色液体，

的 F4 美人结构，比如《上瘾》《双程》都是

却不小心从他半张的薄唇间溢出几丝残汁，

四美人（男）设置，编导也都知道，只有让

他微吐出红舌意犹未尽地舔了舔。

道明寺和花泽类擦出火花才可能刷屏当下，

这里，无论是“大开”变“半张”，“流

因为，资产阶级富二代的登场方式，其语法

出”变“溢出”，“一些酒”变“几丝残汁”，

形式恰巧是耽美的。

还是“伸出舌头”变成“微吐出红舌”，都

二、资产阶级二代，耽美的语法
耽美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已经不是新鲜

传达了耽美的少女属性，也因此，最初十年，
耽美论坛几乎是少女天地，同人女的年龄也
持续走低。然后渐渐的，耽美不再是一种文类，

话题。基本上，耽美的热火跟中国经济呈同

和玄幻、穿越、武侠等合流，最近很火的一

步增长曲线，只是耽美论坛不讨论声名狼藉

个案例，风传抄袭了耽美界大神之作的《三

的金钱和现实主义的生计问题。对耽美作者

生三世十里桃花》（2017），就表明了仙侠

和读者而言，现实的不完美成了让他们屏蔽

类题材对耽美的严重依赖。《三生三世》中，

现实的动力，他们以享乐主义的方式图解人

最好的感情形式，都出现在男男之间，墨渊

生，藉此和他们的欧洲祖先取得精神联系，

宠十七，白真恋折颜，风调雨顺的耽美关系，

但他们强调“BL（boy’s love）至上因为不涉

平衡了整个剧的俗情俗调，也展示了耽美源

繁殖”，不是因为他们真颓废，是他们觉得

的 BL 之美。

这样很唯美，所有的主场 CP，都沉溺在生命

其实，网络作者都看到了耽美的潜力，

最初的奶白色宫殿里只从少年轮回到少年，

这些年的网络小说大赛，耽美已经不是一家

生老病死功名利禄这些“庸常的事”，全部

独大的问题，用一个流行的段子来说，把耽

扔出宫殿。

美类排除掉，就没网络小说了。所以偶像剧

耽美书写自饮自醉，也因此，九十年代
耽美刚刚登临大陆时，还是青年亚文化中的
亚文化，当时很多年轻女孩喜欢耽美，网络

中的霸道攻身边有一个深情款款的柔美受，
在网络世界，只是常态。
这些霸道总攻和他们的精致受兽，都有

签名既大方又遮掩：世界随时要坍塌，既然

小清新的姓或名，在《上瘾》中叫“海 - 洛因”，

我得不到他，就让他们在一起吧。而刚出场

在《重生之名流巨星》中是“封景 - 云修”，

的国产耽美作品也带着一点自我亚文化的气

在《烟袋斜街 10 号》里是“梁泽 - 杭航”，

息，在模仿源头作品日本耽美动漫耽美小说

在《逆光源》中是“方源—染光”，在《双程》

时，都很喜欢声言自己的小众性，当时发育

中是“陆风 - 亦辰”；富二代更经常扮演强

出来的耽美语法，也都往小而精路子上走，

力攻，他们的金钱态度还都是道明寺体，“别

类似最受引用的一个耽美转换——

总拿钱来说事！我还真讨厌你们这些草根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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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无聊的自尊心，有钱长得帅是我的错吗？”
跟他们霸道的方式匹配的，是他们的绝世容
颜，他们“邪魅、致命、豪华”，又“野蛮、
有力、挺拔”，他们都有“清澈、冷冽、迷离”

不会完，还可能哺育出影视新款式。

三、参与感情，参与历史
晋江文学网站是大陆耽美重镇，戎葵是

的眼神，不过一旦爱河沉沦，就“狂热、不羁、 其中一个重要作者，说到为什么写耽美，她
痴傻”，他们出场都“性感、高贵、淡然”，

的说法是：如果写言情的话，女主角只能参

和他们勾连的家政属性词语是：少爷、管家、

与感情，却不能参与历史；而在耽美小说里，

家族、继承；和他们勾连的社会属性词语是：

主人公可以同时参与感情和参与历史。

集团、股票、亿万、跨国，总而言之，他们

耽美剧同时参与感情与参与历史，这个

既玩世不恭又令人窒息，他们因为高高在上

说法，得到不少耽美作者的认可，不过我最

饱受误解，但似乎一直人畜无害，他们在情

初看到时，完全不理解，所谓耽美，难道不

场上祸国殃民但骨子里专一深情，他们玩的

是要重感情去现实吗，耽美剧不都是严重排

重口游戏也就是比个尺寸，用的重口词汇也

斥历史的吗？耽美剧的 CP 主人公连自己的个

就是“硕大”、“来硬的”。本质上，这是

人史都不想要，出场和退场时一样冰清玉洁

一个被既浮夸又抽象的词汇构筑的世界，比

永远亚当，顶多在“番外篇”里“幸福地生

童话中的金钱更来去自由，他们把“天荒地

活在一起”，顺便领养一个痴情女的遗孤之类，

老”挂在嘴上，却时不时作出“哪管洪水滔天” 他们怎么进入历史参与历史？而且，耽美剧
的动作，他和他的相遇相爱，永远是一种矛

中，除了男男人设，情节细节和言情剧基本

盾的设置，永远是“不可思议”和“惊世骇俗”， 没有区别，比如，在大量粗糙简陋的攻受回
但是造成他们隔阂和痛苦的却是一些特别封

合中，编导最喜欢用来改善并增进攻受关系

建保守的观点，比如《上瘾》中的双方父母

的，和琼瑶剧一样，耽美的虐法和琼瑶的虐

再婚问题，一切，如同耽美作者在描述他们

招也没区别，无非是受伤生病加误会，比如

时，喜欢用的借代语法，藉此既表达黄暴又

在风评不错的《双程》中，陆风和亦辰经历

避开黄暴，类似“他的坚硬和他的坚硬相遇”， 过几次虐心后，亦辰终于明白了陆风的真心，
内核却是小心加小清新。

他跑建筑工地找陆风，在工地上跟在 T 台上

这种语法特征符合资产阶级公子的文化

一样玉树临风的陆总一看心上人来了，马上

表演。跟耽美剧一样，资产阶级二代希图唯美

摘下自己的安全帽戴在小受兽头上，与此同

地进入文化舞台；耽美喜欢断代史，作为精英

时，编导帮忙，工地飞下几块砖头，华丽丽

文化和商业代表的资二代也不想让观众看到他

的陆总立马挺身掩护娇滴滴小受，如此，陆

们父辈手上的血或茧；耽美剧把 BL 预告为“世

总脸颊上的一点腮红伤解决了所有的感情误会。

界第一初恋”，资二代接过这个口号，把自己

资产阶级的皮肉伤，跟小鲜肉的邦迪伤

重新放回伊甸之初，所以，今天的种种鲜肉耽

一样，戏里戏外都是一个感情机关，陈道明

美剧，几乎都是资本的面具演出，资产阶级公

没搞清楚的是，这道小伤口，不是为了表达

子们的优胜美地。在这个意义上，鲜肉剧不仅

敬业，是虐情需要。也因此，我仔细想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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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葵的话，难道是说，因为霸道总裁是在工

藉着这些暧暧昧昧的瞬间，耽美剧完成

地受的伤，所以，他就不仅感情而且历史了？

了个人美学对国家主义的霸占。耽美剧中不

看了一年的耽美小说和耽美剧，我修正

少霸道攻是军人后代，或者家族生意是房地

了自己的理解。

产这些重镇，说起来，无论是“军队”还是“房

2016 年耽美剧，有一大半都是校园剧，

地产业”，都不是新世纪以来的口碑场所。

当然，这跟耽美的 BL 设定有关系，不过，我

但是，新中国的这批华丽小兽们以他们“紧

的重点是校园。一般情况下，影视剧中的中

绷的肌肉和衣衫”、“正直刚毅的表情”、“骄

学也好大学也好，宿舍情况都被表现得非常

阳下的美丽和骄傲”重新代言了军人代言了

史前态，人际关系火火热，卫生状况脏乱差，

房地产业，他们把国家审美化，把产业审美化，

可以拿《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2013）为例， 把道德审美化，他们一边说着“即使全世界
里面的大学宿舍跟黑社会的地下赌场差不多， 都背叛你 , 我也会站在你身边背叛全世界”
但是，《类似爱情》（2014）也好，《双程》

（《一夜能有多少情》），说着“我不怕下

也好，大学宿舍一个比一个粉嘟嘟，大学生

地狱，我怕的是地狱里，没有你”（《马夫》），

也一拨比一拨白富美，大学校园里不仅奔驰

一边也说着，“如果你在身边，我当然是运

着豪车操场上还能停直升机，搞得泰国的“中

筹帷幄，目光远大的容恬”（《凤于九天》），

国耽美剧粉丝”都想到大中华来上大学，个

以这种方式，他们宣告未来的乌托邦只受感

中情形类似上个世纪我们看韩剧，以为韩国

情的统治，而在这个乌托邦里，霸道总攻通

人的平均颜值亚洲第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过把所有的话语变成审美话语，他们便愉快

原因，尽管我们耽美剧的制作水准整体而言

又便捷地掌控了所有的话语权，所以，当他

低又廉，但是泰国越南这些国家却开始越来

们说着，
“只要你要，只要我有，我统统都给你”

越起劲地翻拍我们的耽美剧，这个，虽然肯

（《神玉》），“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只妖孽，

定不是戎葵所谓的“参与历史”，却是鲜肉

就算踩死碾碎风干磨成灰也无法消失，但总

少年们最直接参与历史的实效记录。

有获得小小幸福的权利”（《妖孽横生》），

资产阶级的娇生子，一定想不到他们会
以这种方式为国争光，而在积极的意义上，
这些光鲜亮丽的霸道鲜肉，这些极端个人主

他们就成了这个世界的发号施令者。
这个，应该才是真正的既参与感情又参
与历史。

义者，可能的确以他们自己也木知木觉的方

就此而言，突然爆群的影视界小鲜肉，

式，承担了国家主义的美学宣传，就像他们

只是资产阶级二代的登场预演，他们会不会

在大量耽美仙侠中，所扮演的“上仙”、“上

真正成为问题鲜肉，就看未来世界能不能征

神”角色，他们开天辟地成了美艳不可方物

用他们的美学语法。倒过来说，也许只有能

的始祖始仙，而当他们为了全族舍身封印，

超克他们美学语法的，才可能拥有未来。用

那简直是国家个人合体的瞬间，尽管这种舍

耽美小说《谈判专家》中的语法，只有让他

命封印其实是为了让剧中爱情转世把耽美之

们用“自己的双手”撕开自己的衣服，你才

虐进行到底。

能拥有未来的谈判资格。

